
  

 

 

 

 

 

 

 

 

 

 

 

 

 

 

 

 

 

 

 

 

 

 

 

 

 

 

 

 

 

 

 

 

 

 

 

 

 
 

  

家事報告 

1. 多謝蘇偉林傳道分享信息，願主賜福。 

2. 2023 秘魯短宣：教會於七月再次前往秘魯作

短期宣教並鼓勵當地信徒堅守並活出真道；7

月 3-10 日在利馬，11-19 日在 Cusco（最少十

人）。參加者可按自己的能力選擇其中一期，

或參加全期。有感動者可向 Sharon 姊妹查詢

及報名，報名截止日期（延至）：3 月 31 日。 

3. 2023 差傳信心認獻回應表：今年認獻目標是

$47,500。請將附上的信心認獻表格填妥，放

入禮堂後面的奉獻箱內。盼望弟兄姊妹能同心

支持及為差傳事工禱告。 

4. 會友年會：於下主日（19 日）下午 2：00 舉

行，屆時有 2022 年財政報告，需要會友通過

2023 年財政預算。當日設有簡便午餐供應，

請會友務要出席參加。 

5. 溫哥華島短宣：將於 4 月 17-21 日舉行，報名

請與 Sharon 姊妹聯絡，截止報名日期是 4 月

2 日（主日）。 

6. 取消室內強制佩戴口罩：執事會一致通過取

消教會聚會時佩戴口罩之規定，弟兄姊妹可自

行決定是否繼續戴口罩。 

7. 2022 年奉獻收條已開始派發，未領取的會眾

請在崇拜後到大堂長桌領取。 

8. 溫哥華短宣中心基礎佈道訓練證書課程「你

是否真的懂得傳福音？還是只有頭腦知

識？」於 3 月 18 日至 6 月 10 日（逢週六），

10am 上課，2pm 實習，在高貴林宣道會舉

行。詳情請參閱張貼在大堂的海報。如有查詢

請找 Rebecca Yeung 姊妹。 

9. 保羅團契今天 3pm 有室內羽毛球活動，歡迎

參加，一同操練身體，並與肢體們有相交，有

關詳情請與 Lawrence Hui 弟兄聯絡。 

上週各聚會人數 
粵語崇拜 87 

英語崇拜 16 

兒童崇拜 15 

祈禱會（線上） 18 

中文主日學（線上） 上週暫停 

 

 

教會聚會簡介 
【線上聚會，請按時登入教會網頁的

相關連結】 

主日聚會： 

粵語崇拜 上午 11：15 

粵語主日學（線上） 上午 9：00 

英語崇拜 上午 11：15 

兒童崇拜 上午 11：15 

祈禱會（線上）： 週三晚上 8：30 

查經小組（線上）： 

粵語（一） 週一晚上 8：00 

粵語（二） 週五晚上 7：30 

國語 週一晚上 7：30 

讀書會（每月最後主日，線上）晚上 8：00 

康樂活動小組： 

讚美操 週六上午 10：00 

男士讚美操 週六上午 11：30 

團契聚會： 

粵語： 

保羅團﹙中文職青﹚  

3 月 12 日週日下午 3：00 

約書亞團﹙成人﹚ 

週六晚上 7：30 

以諾團﹙年長﹚（線上）  

3 月 15 日週三早上 10：00 

英語： 

Teens Fellowship 週三晚上 7：30 

Adult & Youth 週五晚上 7：30 

 

 

 

 

 

2023 年 3 月 12 日 

宏揚真道  造就門徒  建造教會  期盼主來 

傳道同工 中文事工牧師：蔡健強牧師 
    604.306.7893 kkveggie@hotmail.com 
 

   義務傳道：馮周厚齡傳道 
   604.315.8926 rebeccahlfung@gmail.com 

    

   英文事工牧師：Pastor Marcus Moreira 
   236.995.0447 marcus.rafael@cccconline.ca 

 

教會秘書 呂秀琼姊妹 
   604.931.2311 office@cccconlin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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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進行期間 

請關上手提電話 
 
年長不便站立的兄姊 

唱詩及牧禱時可不必站立 

講員：蘇偉林 傳道 

講題：無雞不成宴 

講道經文：太 22:1-4 

 

大綱： 

簡介：由慶祝冬至到慶祝農曆年、由慶祝母親節到父親節–雞的視頻 

 雞的介紹 

 有關雞的俚語 

雞在聖經中的描述： 

a/報時的雞啼﹙太26：34，26：69-75﹚ 

 1. 雞叫以先、三次不認主 

 2. 如何被認出是主耶穌的夥伴 

 3. 如何被認出是基督徒 

b/警醒的雞啼﹙可14：30，14：66-72﹚ 

 1. 對雞啼的深入分析 

 2. 對雞叫號的分析 

c/雞蛋的比喻﹙路11：11-13﹚ 

d/母雞保護小雞的比喻﹙太23：37；路13：34﹚ 

 1. 母雞的意願 

 2. 小雞的反應 

 3. 主耶穌不斷向我們招手 

結論：無雞不成「宴」的點題之作﹙太22：1-4﹚ 

  主耶穌 保護我們（母雞） 

    賜下救恩（雞蛋） 

    時刻警惕（雞叫） 

 

 

 

 

 

 

 

 

聽道後反省問題： 
1. 如果我們是主耶穌的僕人，如何應對那些拒絕赴宴的人？（太 21：3、10） 

2. 如果我是其中一位最終肯赴宴會的賓客，卻為何不穿禮服呢？（太 21：11）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以聆聽神話語之心敬拜神 

 

  

 以感謝之心敬拜神 

 以關懷神家之心敬拜神 

  

 

序樂 ................................................................................ 司琴 

默禱 ................................................................................ 會眾 

宣召 .................... 詩 24：1、3、7、10 ...................... 主席 

頌讚 .................. 十字架、祢同在裡、以愛還愛 .................... 會眾 

牧禱 ............................................................................ 蔡牧師 

讀經 ............................. 太 22:1-4................................ 主席 

信息 ........................... 無雞不成宴 .......................... 蘇傳道 

回應詩....................... 祢成就救恩 .............................. 會眾 

奉獻 ................................................................................ 會眾 

家事報告 ....................................................................... 主席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 蔡牧師 

阿們頌............................................................................ 會眾 

默禱 ........................................................................... 會眾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 

主席 

領詩 

司琴 

迎新 

：林楚基傳道 

：吳志明弟兄 

：陳君然伉儷 

：吳蘇曼渝姊妹 

：袁淑雲姊妹 / 孫韻鴻姊妹 

 

國語翻譯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王樂天弟兄 

：楊麗儀姊妹 / 顧偉群姊妹 

：岑李蘭英姊妹 

：陳智輝弟兄 

：張志華弟兄 / 黃劉淑芬姊妹 

 
 

 
 

本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 

國語翻譯 

主席 

領詩 

司事及招待 

影音 

事務輪值 

數點奉獻 

迎新 

 

：蘇偉林傳道 

：王樂天弟兄 

：許詠傑弟兄 

：岑李蘭英姊妹 

：鄧桂滿姊妹 / 顧偉群姊妹 

：胡偉文弟兄 / 張崇冰姊妹 

：陳智輝弟兄 

：張志華弟兄 / 呂秀琼姊妹 

：袁淑雲姊妹 / 劉鳳容姊妹 

 
 

 

奉獻收入 中文部 英文部 上週總數 一月至上週收入
常費 $3,485.00 $314.00 $3,799.00 $31,453.00

差傳 $590.00 $10.00 $600.00 $4,500.00

合共 $4,075.00 $324.00 $4,399.00 $35,953.00

教會奉獻紀錄

預算目標正在計劃中

全年目標

 



2023 年 3 月 12 日代禱事項 
 

中文部 

1. 為 3 月 12 日中文崇拜禱告。講員：蘇偉林牧師，講題：無雞不成宴；

並為會眾禱告，求神讓祂的話植根在聽道者心中。 

2. 為 2023 秘魯短宣（7 月 3-19 日）禱告：秘魯深受疫情和最近政治變動

影響，求神感動人前往傳揚福音，並堅固當地信徒堅守並活出真道。 

3. 感謝神，第 36 屆差傳年會已於 2 月 26 日完滿結束，求神繼續把這宣教

的恩典賜給教會，為今年「差傳認獻」禱告，用金錢參與「大使命」

事工。 

4. 為教會年會（AGM）禱告：將於 3 月 19 日下午 2：00 在教會舉行，並

需要投票通過來年的教會財政預算，求神感動更多弟兄姊妹關心神家

事情。 

5. 為溫哥華島小城短宣（4 月 17-21 日）禱告：，已開始接受報名，請切

切代禱。 

6. 為成長部事工禱告： 

- 退修集思會：堂會的處境與前瞻 — 將於 5 月舉行 

- 讀書小組—將於 3 月重啟 

7. 為「國語事工」籌備小組禱告：組員：蔡牧師、Sharon Leung、Leslie 

Chen、David Wang、Lucy Cai。下次開會日期是 3 月 18 日。 

8. 為「幸福小組」事工禱告：蔡牧師正研究如何推展這事工在教會事工

中，請為牧師禱告。 

9. 為 CCCC 讚美操禱告：除原有 10am 一堂，另加 11：30am 的男士讚美

操，由 Steve Wu 弟兄教授，請為此事工禱告，求神藉此吸引福音朋友

來教會，鍛練身體，也有機會得聞福音。 

10. 為教會禱告聚會/小組禱告：逢週三晚 8：30 網上進行，請為各禱告小

組禱告，求神呼召他們能匯聚一起，在教會禱告聚會中，集中力量，

同心同靈禱告，帶下神的祝福。 

11. 為網上查經班禱告：雖然受到疫情影響不能有實體的聚會，但鼓勵弟

兄姊妹，在疫情期間不忘裝備真理，作困境中的耶穌基督的精兵，求

神記念。網上查經班細節如下： 

• 星期一 8pm 粵語查經班：查讀《登山寶訓》，請與 Pat Fung 聯絡； 

• 星期一 7：30pm 國語查經班：查讀《路加福音》，請與蔡牧師聯絡； 

• 星期五 7：30pm粵語查經班：查讀《聖經人物》，請與 Sharon 聯絡。 

12. 為 2023『聖經遊，三年「再」走一走』禱告：聖經百讀不厭，需要

「常讀」、「重讀」、「重讀」、「細讀」；求神賜福給那些愛慕祂話語的人。 

 

英文部 

1. 為 3 月 12 日英文崇拜禱告。講員：Pastor Marcus。 

2. 為 Pastor Marcus 的講道系列，每週程序表中「Pastor’s Pen written 

series in Stewardship」禱告。 

3. 為英文崇拜事工禱告：主日的主日學和禱告會。 

4. 為英文部團契禱告： 

• 少年團契—逢週三晚 7：30，求神保守和引領教會的少年成長，從

其中興起未來的教會領袖； 

• 青年團契—逢週五晚 7：30，求神吸引青年人（家庭），追求認識

真理，熱心事奉，愛神愛人。 

5. 為兒童事工禱告：求神興起更多人齊心服事，為下一代的成長努力耕

耘。 

 

為個人需要及其家人代禱感恩 

1. 為Lucy姊妹感恩禱告：經教會恆切同心的祈求，姊妹第一輪手術已告

成功，並且從照骨檢查得知體內癌細胞沒有擴散到骨，哈利路亞，榮

耀歸神！感謝神垂聽教會的禱告，也垂顧了姊妹和她家人。但仍需為

姊妹接下來的手術和治療繼續禱告，求神賜給姊妹完全的康復，並保

守她的靈與魂與身子，讓神的榮耀藉著姊妹，讓身邊家人及未信主親

友看見，也跟隨姊妹寶貴的腳縱，相信接受並跟隨救主。 

2. 岑蘭貞（Alice Chan/Rebecca的媽媽）姊妹已於3月9日約下午五時安

息主懷，在世享壽九十一載，求神賜下安慰給家人，也記念家人在傷

痛中籌辦安息禮拜事宜。 

 

其他 

- 為 N&N 宣教士夫婦及他們兩歲的女兒禱告，他們正在南亞地區為當

地六大語言群體翻譯母語聖經禱告：代禱事項： 

1. 為目前正在山區檢測翻譯的 N 禱告 

2. 為測試後路加福音翻譯得以完成禱告 

3. 為申請居留延期禱告 


